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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市丹徒区隆森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

浙江省丽水市联鑫轴承有限公司 

洛阳圣瑞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

广州冠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

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承德天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沈阳润滑设备厂 

聊城市万通管材有限公司 

天津市万新减速机有限公司 

杭州华红机械有限公司 

宁波龙旋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

上海伯瑞制动器有限公司 

南京起重电器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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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奥能实业有限公司 

江门市起重电器厂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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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甲坤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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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头市红旗工量具有限公司 

北京机床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

洛阳精联机械基础件有限公司 

上海博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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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安善模具标准件有限公司 

上海灵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

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陕西华星电子工业公司 

沧州鼎鑫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捷玛计算机信息技术(上海)有限公司 

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石家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

安徽中鼎控股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河北华普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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